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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H型高血压是一种新被发现的“复合”疾病，研究显示，我国高血压患者中约75%为H型高血压，较国

外明显增多，故H型高血压可能是导致我国脑卒中高发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H型高血压导致心脑肾血管

疾病并发症的机制尚未完全明确，有证据显示同型半胱氨酸(Hcy)在体内大量蓄积可能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主要途

径之一。目前关于Hcy导致动脉硬化的可能机制主要包括内皮细胞损伤、氧化应激、促进血管重塑、作用于肾素-血

管紧张素系统等。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H型高血压患者血管内皮损伤的相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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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type hypertension is a newly discovered“synthetic”disease. The researches showed that about

75% of Chinese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re of H-type hypertension, which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foreign countries. So H-type hypertension may be the vital factor to high incidence an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troke. At present, the mechanism of H hypertension resulting in the complications of heart, brain, renal and vascular dis-

ease has not been fully clarified. Now evidence implied that the accumulation of homocysteine (Hcy) in the body may be

one of the main ways of atherosclerosis. The mechanism of Hcy induced arteriosclerosis mainly includes endothelial cell

injury, oxidative stress, vascular remodeling and affection on renin-angiotensin system.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mech-

anism of H-type hypertensive induced damage of endothelial cells from different a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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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国外学者提出同型半胱

氨酸(Hcy)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随着询证医

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Hcy在心血管疾病发

生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世界卫生组织 (WHO)

ICD11将高同型半胱氨酸定义为≥10 μmmol/L，此后

在国内，《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年修订版首次将

Hcy≥10 μmmol/L作为心血管独立危险因素[1]。2016年

《H型高血压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中，我国学者将伴

有高血浆同型半胱氨酸(≥10 μmmol/L)的原发性高血

压定义为H型高血压[2]，此后对于Hcy的地位才提高到

一个新的高度，大量的研究发现H型高血压患者脑卒

中的发生率大大增加，其预后较非H型高血压患者更

差，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及预期寿命，而我国高血

压中约有四分之三的H型高血压患者，故H型高血压

可能是导致我国脑卒中高发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Hcy是蛋氨酸循环中的一种人体非必需氨基酸，

其代谢需要叶酸、维生素B6及维生素B12的协助，当人

体缺乏上述物质时，则会引起同型半胱氨酸升高，同

型半胱氨酸升高会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协同高血压对

血管内皮细胞的机械刺激，加重血管壁硬化。因此，

2011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霍勇教授提出双管齐下治

疗H型高血压，故由我国科学家研制的依那普利-叶

酸片复方制剂应运而生，目前在临床上已广泛应用，

取得良好的效果。

大量研究发现Hcy可通过损伤血管内皮细胞进而

促进靶器官损伤，其机制包括氧化应激、抑制内皮细

胞一氧化氮的产生、促进平滑肌增殖、改变基因表达

等等学说。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对H型高血压致血

管内皮损伤的机制加以探讨。

1 Hcy、血压变异性与血管内皮损伤

同等血压条件下，H型高血压患者血管内皮损伤

及血管顺应性受损程度较非H型高血压及非高血压

患者严重，同时该研究还表明Hcy可以作为血管内皮

功能损伤的早期预测因子[3]。而血压变异性是指一定

时间内血压的波动程度，与高血压引起的靶器官损伤

及心脑血管事件直接相关。一项研究中显示在代谢综

合征患者中，白天血压变异性每升高 0.1 mmHg/min

(1 mmHg=0.133 kPa)，则反应性充血性外周动脉张力指

数 (reactive hyperemia-peripheral arterial tonometry in-

dex，RHI)可作为评估血管内皮功能的指标下降0.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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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实验说明血压变异性增加也可以损伤血管内皮功

能，上述研究提示高Hcy及血压变异性均可损伤动脉

血管内皮细胞功能。马宇虹等[5]的研究提示老年性H

型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变异性较非H型高血压患者显

著增大，而且与颈动脉内膜增厚呈正相关，表明过量

Hcy可加重对动脉内膜的损伤作用，其机制可能是增

大了H型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变异性。康健等[6]也发现

高Hcy血症与血压变异性密切相关，Hcy可加速血管

内皮受损程度，加快动脉硬化，促进血管重构，导致

血压变异性增加，从而诱发各种严重心脑血管事

件。同时温晓娟等 [7]的研究也显示 Hcy 升高影响血

压变异性。故高Hcy一方面可直接损伤血管，另一方

面血管内皮损伤后增大了血压变异性，再次加重血

管损伤，同时表明高Hcy血症与血压变异性之间的正

相关性。故三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最终诱发心脑

血管不良事件。

2 Hcy、自主神经与血管内皮损伤

心率变异性是一项检测心脏自主神经系统活性

的常用指标，心率变异性是通过测定每次窦性心搏间

期的差异度来分析窦性心率差异性的程度。有研究

显示高血压患者的心率变异性的时域及频域较正常

人均降低，而且进行非H型高血压患者与H型高血压

患者心率变异性(heart rate variation，HRV)的对比研究

发现，H型高血压患者反映HRV时域变异性中24 h全

部正常心动周期的标准差(SDNN)、平均正常RR间期

的标准差(SDANN)、相邻正常 R-R 间期差值均方根

(RMSSD)、相邻正常 R-R 间期超过 50 ms 的百分比

(PNN50)均有明显降低，同时频域分析低频射频(low

frequency，LF)、高频射频(high frequency，HF)也有明

显下降，而 LF/HF比值却明显增高，而LF反映交感神

经张力，HF反映迷走神经张力，表明H型高血压较非

H型高血压患者交感神经功能更为亢进，同时伴有副

交感神经损伤，这可能与Hcy对自主神经毒性作用有

关[8]。而急性或慢性交感神经系统活性的增加可以损

伤血管内皮细胞及其功能，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发

生，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交感神经也可能通过影响肾

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以及活性氧类和一氧化氮水平，

从而影响血管内皮功能[9]。以上研究表明Hcy可能导

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从而损伤血管内皮的功能。而

郑梅等[10]分别利用依那普利及依那普利叶酸片对H型

高血压患者进行治疗，发现与依那普利治疗组比较，

依那普利叶酸片治疗组不仅降低了 Hcy 含量，同时

SDNN、SDANN以及RMSSD等指标都得到明显的提

升，表明高同型半胱氨酸可降低HRV时域变异性，打

破自主神经之间平衡关系，活化交感神经，从而加重

交感神经系统对靶器官的毒性作用，而利用依那普利

叶酸片降低同型半胱氨酸后则能恢复自主神经的稳

定关系，进而发挥保护血管内皮细胞的作用，更进一

步论证了同型半胱氨酸与自主神经及血管内皮细胞

之间的关系。

3 Hcy、炎症反应与血管内皮损伤

刘时武等 [11]在研究中发现相较于普通高血压患

者，H型高血压患者的高敏C反应蛋白(hypert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1

(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1，MCP-1)、可溶性细胞

间黏附分子(soluble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

sICAM-1)等相关炎症因子均升高，且与颈动脉内膜增

厚呈正相关，表明过高的Hcy可激活体内某些炎症因

子，协同Hcy及高血压的机械性刺激损害血管内皮细

胞，加重血管硬化程度。胡兆霆等[12]的研究也支持上

述观点，同时他们还发现H型高血压患者更容易出现

颈动脉的结构及功能的双重改变，诱导出现脑卒中可

能性大。同时刘时武等[13]还在另一研究中发现：与非

H型高血压患者比较，H型高血压组血清中反映血小

板活性的相关指标(例如血栓素B2、血小板颗粒膜蛋

白-140、血小板活化因子CD62p活性和血小板最大聚

集率)均明显升高。表明过高的同型半胱氨酸还可能

通过活化血小板来发挥病理生理作用，导致凝血、血栓

系统功能紊乱，从而介导血管内皮损伤，进而引起靶器

官损害。上述研究提示高Hcy可诱导相关炎症指标升

高、活化血小板，继而引发炎症反应来损伤血管内皮功

能，加重靶器官损伤。而马刚等[14]的研究提示利用马

来酸依那普利叶酸片治疗可降低H型高血压患者血

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缓解炎症反应，从而达到改善

血管内皮功能的效果。

4 Hcy、H2S与血管内皮损伤

硫化氢(hydrogen sulfide，H2S)作为继 NO、CO 后

被发现的第三种新型气体信号分子，在各种心血管疾

病的发生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保护性角色，大量

研究发现内源性H2S具有调节血管平滑肌、舒张血管

的作用 [15]，其主要机制可能是通过兴奋三磷酸腺苷

(ATP)敏感性钾通道(KATP)，增加KATP通道电流，使

细胞膜出现超极化从而舒张血管平滑肌，并且通过对

主动脉平滑肌的调节抑制促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

号途径，激活半胱氨酸蛋白酶(caspase-3)途径维持血

管结构及功能，抑制血管的重构[16]。半胱氨酸在机体

内可加速氧化Hcy，产生大量氧自由基，利用氧化应激

反应损伤内皮细胞膜；相反，牛磺酸、硫化氢、金属硫

蛋白和谷胱甘肽则可通过清除过量自由基、维持细胞

内钙平衡等多种生物学效应来稳定细胞膜，从而拮抗

Hcy的细胞膜损伤作用，提示机体内源性含硫氨基酸

的代谢具有保持动态平衡，维持自稳态的功能[17]。但

是当机体收到外界刺激的影响，导致含硫氨基酸代谢

失衡，则会形成连锁反应，诱发细胞膜的损伤。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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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等[18]在 2012年综述中详细阐述了在动脉粥样硬化

过程中同型半胱氨酸通过拮抗H2S达到损伤血管内皮

的目的，而且Liu等[19]提出内源性H2S生成及在心血管

系统的调节紊乱是多种心血管事件发生发展的重要

机制。陈永增等[20]发现在血压未达标的H型高血压患

者中Hcy水平与H2S表现呈负相关性，去除血压的影

响后这种关系仍然存在。这表明在H型高血压患者

中高Hcy水平可能抑制内源性H2S的产生，削弱了H2S

的血管保护性作用，进而损伤动脉血管功能。郝万鹏

等 [21]也发现Ｈ型高血压患者中，血清 H2S 浓度降低，

Hcy浓度升高，且血清H2S含量与Ｈ型高血压患者的

血压和Hcy均呈显著负相关，表明未达标的血压及高

Hcy协同作用降低血清中H2S浓度，使其血管保护性

作用减弱。赵乾等[22]也有类似发现，血浆Hcy水平与

血中H2S水平呈负相关性，而且血浆H2S水平降低导

致脑血管外周阻力增加、脑循环血流量减少、脑卒中

风险明显升高。故H2S的下降导致血管的保护性作用

减弱也可能是H型高血压患者血管事件发生率增加

的原因之一。

5 展 望

综上所述，H型高血压是一种比较“新”的心血管疾

病，虽然“新”，但在我国高血压人群中的发生率却并不

低，其危害性大，严重影响高血压患者的预后，所以在将

近10年的时间里，它成为研究的热点，然而对其致血管

损伤的机制仍有待完善，同时在高血压患者中其相关知

识的普及度远远不够，故临床医生应做好相关知识宣

教，让患者能够认识到H型高血压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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